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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Abstract

過去有關課程統整的討論中，均強調
「課程內容」上的整合，但這不意味從內
容著眼是達成課程改革的唯一途徑。在統
整背後，教師的思惟歷程、訊息組織及執
行計劃時所涉及的後設認知能力可以說有
課程統整的研究領域中，提供另一層參照
脈絡。據此，本研究第一年計劃擬在社會
學習領域的課程統整情境中，針對國小中
年級教師，採用質的研究法，籍由參與觀
察法及後設對話導向的深度晤談，來探究
教師在推動課程方案採用協同教學時其後
設認知歷程，內涵包括自我計劃、自我選
擇、自我覺知、自我監控及自我修正，並
分析這些能力的運用受到那些因素的影
響，進一步根據這些研究發現在第二年建
構認知技能之訓練方案，並檢視其成效以
做為這一波課程改革人力品質提昇之參
考。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made clearly
in its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Compulsory School Curriculum the claim
that the school curriculum should emphasis
the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knowledge and action,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The team teaching also was
suggested to reach the integrated goal. The
issue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had been
argued for many years, how to moves
towards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rovided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to established authority
structures, ownership of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re is no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ithout teach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rich the integrated competence of
elementary teach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tacognitive skills
that elementary teachers bring into
curriculum integrated context. The limited
participant-observer style and metacognitive
dialogue design will b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implications for metacognitive skill
training are being discussed.

關鍵詞：後設認知、課程統整、協同教學

Keyword: Metacogni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ea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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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能力外，是否有更積極的認知層次，對
統整歷程做出詮釋，批評乃至建設性的建
議？為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所探討的後
設認知內涵包含兩個層面：
(1) 整個課程統整所牽涉到的後設策略，
包括：計劃（planning）
、覺察(awareness)、
選擇（selecting）
、監控（monitoring）及修
正（tunning）。
(2) 運用認知策略時所涉及的認知層級，
包括對統整歷程及課程內容的詮釋
（interpretation）
，批判（critice）及建設性
的建議（constructive suggestion）。
本研究第一年計劃已透過上述兩層面，去
解讀國小教師的後設認知運用和認知層次
的關聯，進而了解其所面臨的困難及契
機，並做為此次後設認知訓練方案建構之
參照。

貳.計劃緣由與目的
過去在有關課程統整的討論中，均強
調「課程內容」上的整合，在學習領域架
構下，從內容的選擇與組織上尋求統整的
生機。但這不意味著從內容著眼是達成課
程改革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九年一貫的基
本精神是以學校本位課程設計的方式來規
劃課程。每校因地制宜，沒有一個統一的
課程結構或教學方式必須遵循。學校課程
的規劃與設計不應由課程和教學專家負
責，教師只負責執行已制定好的內容而
已。教師需要的是學習如何將自己已有的
知能化為行動，在行動的過程中運用計
劃，選擇，監控及修正等策略，讓自己擁
有「帶得走的能力」
。在統整背後，教師的
思維歷程，訊息組織及執行計劃時所涉及
的後設認知可以說在課程統整的研究領域
中，提供另一層參照脈絡。
本研究以後設認知的角度來發展教師
有關課程統整的實作能力。在研究時程
中，研究小組透過觀察與後設對話之情境
設計，在研究層次之外，讓參與的教師能
從這個專業互動歷程中了解何謂後設認
知，並透過引導，跳出自己來省視自己，
如此隱微（implicit）的後設思考技能，便
能成為明顯（explicit）的策略，更進一步
將此知能轉化為統整的實作能力。教師專
業發展的終極理想，無非是透過相關制度
與資源的調整，激發出教師的自我導向與
自我成長。本研究即是讓國小教師與研究
小組成員產生視域融合，讓雙方彼此都成
為「行動研究者」
，相互激發課程發展的專
業能力，提昇課程改革領域之人力品質，
並期從課程多元化後達到教育卓越化之目
標。
目前大多數有關後設認知的教學通常
將後設認知視為策略性的認知活動，強調
的是成品（product）而不是過程(process)
(李明芬，民 84)。本研究期望能跳脫過去
以學習效果為導向或教學為導向的框架，
實際去探討國小教師在整個課程實施步驟
上如何運用後認知能力？他們面臨的困難
是什麼？這些後設認知能力是否有層次上
的差異？也就是這些小學教師除了運用後

參.相關文獻探討
後設認知技能能否經由訓練而精進？
雖「訓練」看來具有強烈行為主義色彩，
但近二十年國內外學者已從不同學習視域
證實透過後設認知技能的訓練是可提昇學
習成就。在擁有這些技能後，學習者便能
自發性的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
過去二十年國內外關後設認知的研究
都著重在學習的關連，特別是透過對後設
認知能力的訓練來提昇學生的學習成就。
Haller,Child, & Walberg(1988) 提出後設認
知的訓練對閱讀理解力有顯著的效果。
Baird & White(1984) 也證實了後設認知
訓練不僅對閱讀的理解力，同時也對回
憶、解決問題等有所助益。國內的學者張
景媛(民 81) 融入了動機訓練於自我調整
(self-regulation) 的訓練中，自我調整能力
也 是 屬 於 後 設 認 知 的 一 部 份 (Bandura,
1977) 。透過訓練，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
提高，改變了選題策略，對未來學習具有
正面效果。柯志恩(民 88)從實習教師所面
臨之問題，根據後設認知理論，建構「效
能訓練方案」，以提昇實習教師之效能。
對於後設認知的訓練策略，各學者也
提出了不同的設計。陳金燕(民 87)透過知
識性的教導，思考性的活動與作業，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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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策略，並做出修正。
Lin 和 Lehman（1999）則提出另一項
「提示」（Prompting）模示，利用提示卡，
訓練學生在內心對學習科目產生批判性的
提問，讓學生將心思放在衝突性的想法上
並對學科建立一致性的理解，能清整界定
自己不懂之處外，進而遷移到較複雜的問
題解決情境中。
（2）創造支持性的社會環境
此點強調的是師生團體彼此間的互動
與學習環境的營造。學者如 Herrenkohl
（1999）及 Lin（2001）均提出，學習者
在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中，能透過不同
觀點的交換，團體的回饋及反思
（reflection）活動來分享他們後設認知經
驗並在彼此的討論比較中，檢視自己之後
設技能，漸次的將此技能融入每日的學習
活動中。
最近五年國外學對後設認知訓練提出
Brown 和 Campion（1996）在一項名為
更具體完善的作法。Kamarski 和 Merarech
FCL （ The Fostering Communities of
（2001）推行 IMPROVE 後設訓練方案 Learners）的方案中，讓一年級至八年級的
（Introducing the new topic，Metacognitive 生物課學生，透過（1）研究；
（2）分享；
questioning ， Practicing ， Reviewing ，
（3）表現等三步驟成為後設認知技能的自
Obtaining mastery on cognitive skill ， 我學者（self-as-learner）
，這些後設認知活
Verifying and Enriching）大舉提昇國小高 動開始於學生們先尋求一個與課業有關的
年級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及閱讀理解力。 議題，然後彼此分享研究的歷程，包括給
他們訓練學生在小組內做後設認知性的發 予回饋，反省，相互學習彼此的認知策略，
問（metacognitive questioning）彼此討論
糾正自己原有想法，溝通妥協，著名的社
問題的本質，解決問題的適用策略及建構 會學習論者 Bandura（1997）也呼籲，當
先備知識和新知識間的關聯性。
學習者被給予的環境是具有後設認知導
Lin（2001）進一步指出，要支援後設 向，在師生交互學習中，學生被鼓勵去反
認知的發展必須強化兩個層面，一是策略 省自己是何人及對社群能有何貢獻，了解
訓練，二是創造支持性的社會性環境。
（1） 自己是學習者，營造此種學習情境，學生
策略訓練：認知策略之訓練包括活化先備 自然能表現出後設認知性的行為，最後展
知識，自我發問，自我解釋，錯誤之檢測， 現一連串研究成果。
注意力之分配，建構視覺心像及再次閱讀
具體而言，在具有支援性的情境中在施
困難之處並做修正（Hacker, Dunlosky, & 行後設認知訓練，以增進後設認知技能的
Graesser, 1998; Brown et. al., 1983）。
發展是現今學者們的共識，如何把這套原
Bielaczyc 和 Brown （1995）採用「仿 則融入現今課程統整情境，以提升教師之
效」模式（modeling）
，藉由錄影帶示範讓 後設能力，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同時綜
學生了解一個好的問題解決者會使用哪些 觀有關後設認知的訓練，大都偏重策略的
策略，像是自我解釋問題的本質，監控理 訓練，特別是把後設認知對學習增進與否
解狀態，澄清疑問，並及陳述自己的盲點。 的結果視為檢驗後設策略的教學成效，對
學生藉由示範教學，比對自己所擁有的學 於後設策略運用的歷程及個人如何從後設
務演練等策略，對諮商者的「自我察覺」
執行訓練。Baird & White(1984) 使用問題
檢核表，評鑑報告及工作手冊來訓練學生
之後設認知能力。Palihcsar & Brown(1984)
讓學生透過師生互動，輪流教學的方式，
讓學生獲得計劃及監控兩種能力。
Clark(1992) 則強調了外在學習支援
的重要性。他認為最好的訓練方案，便是
提供外援來彌補學習者內在認知能力的不
足。如果學習者無法自我計劃，就提供他
從頭至尾的計畫流程，如果學習者無法集
中注意力於重點上，便提供摘要和畫出重
點，以彌補他自我選擇能力的不足。
Clark(1992) 也提出，外來的支援程度必須
考慮個人的性向(Aptitude)，如果學習者已
具有後設認知的能力，便不必提供外在支
援，否則會阻礙他原有訊息運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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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生手成為專家的過程甚少觸及。本
研究即試圖在了解國小教師後設認知歷程
的實證研究後，整合相關論述來設計一套
訓練策略，並探究其成效，期能在課程改
革潮流中，落實教師專業發展之本質。

4.在實際情際中，從主題概念開始去執行
統整的各項步驟。過程中，研究小組不斷
引發後設認性問題，如：
「選定主題的本質
為何？自己現有的先備知識可否滿足整個
主題概念的發展？哪些知識需補強？如何
從學生反應中修定原先計劃等等」
，讓參與
教師主動澄清統整的盲點，避免過去為統
整而統整，硬把不同科目湊合為一的「聯
絡教學」。
5.訓練過程中，參與教師在各項階段被要
求要做「自我解釋」（self-explanation）
，研
究小組「提示」（prompt）教師去解釋「為
何要用此種概念去延伸設計活動？」，「設
計能符合學生能力需求？」等，這些「喚
起」，「提示」歷程能幫助教師監控相衝突
的想法，並建構新的理解。
6.訓練過程中，強調支援性的學習情境，
研究小組和參與教師間，透過不同觀點的
交換，回饋及反思活動，彼此檢視後設認
知技能的差異性，發揮「協同」的精義。
7.在每次訓練課程結束，參考教師都必須
撰寫省思札記，對自我思惟歷程，思考上
的衝突及所處的情境做剖析，整理，研究
小組在文字的回饋上，除與之分享外，更
進一步引發教師對整個統整系統做出批判
及建設性的意見。
8.本年度研究仍採用質的方法，藉由參與
觀察，深度晤談，焦點訪談，外加反省札
記及 O’Neil（1996）所編製的「後設認
知 評 估 問 卷 」（ Metacognitiv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等文件分析來探究訓練方
案之成效，並提出未來建構教師在課程統
整之專業發展可行之策略，以做為這一波
課程改革人力品質提昇之參考。

肆、研究步驟、結果與發現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第一年以國小一年級教師為對象，
探究在課程統整情境中，其如何運用自我
計劃、自我選擇、自我覺知、自我監控及
自我修正等後設認知技能於統整歷程中，
並分析這些能力的運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響。第二年則根據第一年所獲之結論，整
合學習理論及現有統整之經驗，歸納出具
體之原則，再據以建構國小教師後設認知
技能行動訓練方案，並檢視其成效以做為
這一波課程改革人力品質提昇之參考。為
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的方法，藉
由觀察，後設對話導向之深度晤談、焦點
訪談、文件分析來探究教師之後設歷程。
本研究根據第一年所獲之結論，,整合近幾
年國外學者在後設認知訓練上的作法及國
內現有統整之經驗，歸納出具體原則，再
據以建構國小教師後設認知技能行動訓
練。其步驟分述如下：
1.與第一年合作學校-台北市某中型國民
小學取得默契，選擇 6 位，包括兩位在職
教師及四位實習教師參與此專業成長研
習，再搭配現有的研究小組三名成員，組
成一「後設認知技能成長團隊」
，進行每月
兩次，共計四個月 8 次的訓練方案。
2.訓練方案始於後設認知策略之介紹，使
用與課程統整相關之例子，逐次讓受訓教
師了解如何對自己認知過程做持續的監
控、修正、計劃與選擇。
3. 方 案 中 利 用 兩 星 期 時 程 ， 採 「 仿 效 」
（modeling）策略，觀看錄影帶，藉由具
豐富課程統整經驗之專家教師的「示範」，
了解如何將隱微之認知策略，透過思考放
送呈現出來。並透過小組織討論，比較自
己與專家教師在組織主題概念與統整歷程
中策略使用的差異性，彼此給予回饋及提
出可修正之道。

二．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從九十二年二月中旬始至六月
中約四個月時間,研究小組採「完全參與」
進入統整教學現場，執行八次訓練方案，
期間並進行四次深度晤談及一次焦點訪
談。研究結果如下：
1.能藉由訓練方案之後設對話增強對統整
概念之認知教師原先在構思整個課程活動
時，往往忽略核心的重要訊息，未將主題
4

整。而教師擁有正向的自我概念及較高的
自我效能也會促使自己去不斷做修正。而
教學經驗不足之實習教師則在執行過程，
花大部分時間在「完成進度」
，對於學生反
應往往無暇顧及。
4.自我計劃之技能在教學現場仍顯不足
自我計劃內涵，包括時間分配，資源利用，
目標的陳述，引導運思，預測可能結果等
幾大類行為。在統整歷程中，教師在預測
可能結果及資源利用上較能掌握，對於時
間分配及引導運思上問題最大。
實習教師提及，在教學中雖會給自己
一張計劃表，把要執行的項目寫下來聚
焦，要問學生的問題，雖會隨時做改變，
但主要部份還是得寫下，隨時提醒，否則
真得很容易在時間上失控。
活動前預思準備的多寡，影響活動進
行中時間資源的掌握，當自我的訊息記憶
量無法負荷太多的細項時，運用計劃表、
教案，甚至小抄，都能對「聚焦」
、
「提醒」
有所助益，活動流程不會與預期結果差距
過大。
5. 透過後設對話，教師之後設認知層次有
所提昇後設認知能力除了技巧的運用外，
還包括對知識內容的詮釋，批評及更進一
步具有建設性及創意的建議。
教師在統整歷程中，一開始只能對既
有教學現況提出「事實陳述」
，漸次的在討
論、引導及辯証中，能對主題概念，活動
設計及評量方式能做聚焦性的批評。
統整歷程強調的是教師之間的合作及對話
思辯，從「單兵作戰」到「集體塑義」
，這
對長期自限於教室隱私性的教師而言，無
疑是一種挑戰。從歷次的觀察與晤談中發
現，教師即使經常運用後設技能，但在後
設對話與引導之下，才比較能進一步的將
其想法做教具體的說明。換言之，教師群
雖具備某種後設技能，但卻不一定察覺，
藉由研究情境的設計讓教師從旁觀者的角
度,看清自己隱微的後設思考歷程。經過引
導來省視自己，如此隱微的後設技能，使
能成為明顯的策略，更進一步與他人分享
或討論，提昇自我後設認知層次。

內容作系統性的呈現。事實上課程發展是
一個繁密的過程，教師如沒有學科專業知
能及課程設計的概念，是很不容易處理學
科知識間的關聯性。
在後設對話中，研究者試圖讓教師跳
脫既有統整的形式，了解主題取材不需只
限於以鄉土，節慶活動或學校例行活動為
中心，使整個設計只流於技術性操作的「排
列組合」。
研究者與教師透過對話，彼此澄清統
整的意義，在改變心智模式後，便能從多
重角度去省視主題概念是否對學生的知識
統整有無意義性。在這過程中，教師覺知
學科知識的重要性，擁有豐富學科背景，
才能在概念學習上做完整的延伸，強化自
我連結的及自我選擇的能力。
2.教學經驗的多寡決定自我連結後設認知
之強弱藉由群組討論間的喚起與提示，能
強化教師連結舊有經驗及澄清統整概念的
能力。
教師過去在不同學科間強拉關係，企
圖連結所有相近的題材，形成學習主體，
所有的連結能力侷限在各科單元間的重組
分類，沒有在知識概念上做轉化延伸，這
種依據表層事實作為連結主軸的思考模
式，往往讓教師陷入「連絡教學」的窘境。
在訓練方案中，教師被要求要自我解釋概
念形成的依據，對每個欲教的概念做不同
的詮釋。小組成員藉由「提示」
、挑戰其概
念背後較高層次的思惟架構。資深教師在
獲得「問題導引」後，便不斷搜尋舊有經
驗，應合新的刺激做出思考上的改變。整
個討論模式固定後，教師反應較能擺開過
往直覺式的聯想，再次去解釋所吸收的課
程訊息。
3.訓練方案讓教師喚起自我監控與自我修
正之後設技能教師在整個活動中，透過小
組互動提醒,讓原本已精熟的自我監控能
力更外顯出來，並能進一步敏感於學生的
反應，檢視自己教法是否合適並做出修正。
從反省扎計中可看出個人特質及過去所師
承的訓練與自我監控能力有關。有些人習
慣於固定的模式，即使擁有數十年教學經
驗，也無法察覺自己的失誤進而做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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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藉由後設對話為導向的訓練方案，本
研究獲致的結論如下：
一、透過後設對話，讓教師重新對統整脈
絡情境提出合宜的詮釋與判斷。並藉由問
題導引，將隱微的後設思考歷程化約為具
體說明，在分享與對話間，發展專業群體
的協做（Collaboration）文化。
二、後設認知技能之發展有賴自我反思，
學科專業知能及豐厚教學經驗的建構。
三、後設認知技能可藉由訓練而有所提昇。
從後設認知的角度來發展教師有關課程統
整的實作能力，是藉由國小教師與研究小
組成員所產生的視域融合來相互激發課程
發展的專業能力。目前，統整課程有許多
參考模式，教師如何詮釋，將這些訊息重
整組織建構成為他們進行課程發展時的實
務知識，是未來在課程統整研究領域中及
待開發的。同時，國內外的學者也從不同
的面向來發展後設認知技能訓練,如果能
把這一套原則融入現今課程統整情境，建
構出一套訓練策略，當更能有助於統整課
程理想的落實與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

(三)研究結果可提供各級學校辦理課程改
革發展相關方案規劃之參考。
(四)研究結果可提供國小教師規劃自己專
業發展之省思參考。
(五)對於參與研究的教師而言，獲得課程
發展之實作能力，並更進一步激發其行動
研究之能力。
(六)對於研究者而言，參與實際課程統整
的經驗，驗証理論與實務的落差，在未來
研究發展上更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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